
西安体育嘉年华系列活动高潮迭起
2019“西安年·最中国”体育健

康嘉年华系列活动2月9日正式拉
开了大幕，随着各项活动的渐次展
开，古城被一股浓浓的运动氛围包
围着。

据了解，该系列活动是“西安
年·最中国”的一项重要主题内容，
由启动仪式暨武术擂台赛、电子竞
技挑战赛、象棋擂台赛、轮滑比赛、

3×3街头篮球挑战赛五部分组成。
可以说，内容安排相当丰富，覆盖
人群相当广泛。相关人士表示，在
我省全力筹备十四运的关键年，期
待这样的活动能把我省喜迎十四
运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电子竞技
挑战赛现场，西安市电竞协会负
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比赛共有300
多人报名参加，其中现场报名的

人数超过了 100人，“现场报名情
况十分踊跃，不仅有本土爱好者，
也有不少外地游客”。原本在附
近逛街的王梓就是一名“路过式”
报名选手，虽然成绩一般，但比赛
现场的氛围令他大呼过瘾，“这是
我第一次参加公开挑战赛，很开
心能参与其中。”

本报记者王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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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交易补强的76人队昨迎
来两连胜。虽然湖人新星库兹马
全场砍下39分，詹姆斯得到18分
10个篮板 9次助攻的准“三双”数
据，但糟糕的防守令湖人无法从客
场取得一场胜利。湖人新援布洛
克首发出场，打了30分钟，五投一
中只得到 2分。76人的新援哈里
斯则继续稳定发挥，他拿到22分6
个篮板6次助攻，恩比德砍下37分
14 个篮板，76 人全队 6 人得分上
双，以143:120轻取湖人。76人队
大胜洛杉矶湖人队，令后者的季后
赛希望又蒙上一层阴影。

同样是客场对阵东部强敌，昨
天詹姆斯的发挥和上一场比赛有
所差距。上一场比赛对阵凯尔特
人詹姆斯狂揽28分12篮板12助攻
的三双数据，带领球队在客场完成
逆转取胜。而本场比赛詹姆斯进
攻欲望并不强。比赛一开场詹姆
斯就助攻麦基篮下爆扣打成2加1
拿到球队第一分，随后他助攻库兹
马三分命中，湖人开场前10分，有9
分跟詹姆斯有关。第二节还有2分
59秒詹姆斯转换进攻直接转身过
掉西蒙斯后投篮，他拿到第二节唯
一一次得分。整个上半场詹姆斯
只拿到 8分 4篮板 6助攻的数据。
第三节一上来詹姆斯两次篮下得
手外加助攻麦基篮下得分，帮助球
队把分差缩小到4分。此后詹姆斯
开始把球权给释放出来，交给英格
拉姆、库兹马来选择进攻，自己安
心留体力到第四节。第四节还有8

分06秒詹姆斯助攻布洛克转换进
攻得分，这也是布洛克来到湖人后
的首次得分。随后詹姆斯连续两
次突破篮下得分，保持悬念。最后
5分钟詹姆斯努力想要追分，3次出
手仅仅命中一个，最后因为分差实
在太大，只能提前打卡下班。

输掉本场比赛后，湖人目前排
名西部第十位，和第八位的快船还
有2.5个胜场差，湖人要进入季后
赛还是很悬的，虽然联赛还有很多
场次，但湖人的稳定性还是起伏很
大，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詹姆斯的
状态依然决定着湖人的走向。

本报记者薛卫斌

《梦长安》的古韵悠扬，《大老
碗》的民俗童趣，《秦腔荟萃》的戏
曲精髓，《大赐福》的盛世景象，
《秦唐古韵》的经典悠长……2019
央视春节戏曲晚会西安分会场演
出的节目闪耀荧屏。秦腔、碗碗
腔、眉户、京剧等剧种高潮迭起，
众多艺术家轮番上阵，作为今年
央视戏曲春晚的三大分会场之
一，古城西安用丰富的戏曲文化
遗存、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独
特的城市风貌，向观众展现了“梨
园之都”的风采。

据悉，今年的央视戏曲春晚
除了主会场丰富多彩的节目之
外，还特别设置了西安、成都、泉
州三个分会场。其中，西安分会

场作为首个登场的分会场，以华
彩而不失传统风韵的舞台，惊
艳亮相。西安分会场的舞台地
点选在了有着厚重历史感的永
宁门广场，镜头掠过被彩灯环
绕的城市上空，钟楼、永宁门、
南门商业区……全方位展示了
古城西安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和
文化底蕴。

《梦长安》《大老碗》《秦腔荟
萃》《大赐福》《秦唐古韵》……400
多名演员参加了西安分会场的演
出，融合了秦腔、碗碗腔、眉户、京
剧等剧种，齐爱云、李东桥、侯红
琴、李梅等“梅花奖”获得者更是
共同上阵，呈现出“梨园之都”戏
曲门类众多，兼容并蓄的特色。

李梅表示，“能在西安永宁门下唱
秦腔，向全世界展示秦腔的魅力，
让我非常自豪。”

同时，西安分会场还集中
展现了陕西戏曲文化中的喷火
功、髯口功、翎子功、水袖功、帽
翅功、手帕功等绝技绝活，让观
众眼花缭乱。除此之外，西安
的年味同样通过央视戏曲春晚
传递给了观众。晚会主持人在
西安永兴坊民俗街，向观众展
现了充满地域特色的锣鼓、走
旱船、扭秧歌、皮影表演以及油
泼面、肉夹馍、糖画等丰富的西
安年节美食，营造出了欢乐祥
和的春节氛围。

本报记者 王娇莉

春节，不只是团圆和美食，也
有诗和远方。猪年新春，不少小
伙伴们纷纷走进书店和图书馆，
把时间用在阅读上，共享春节里
的这份诗意。

正月初四，记者走进陕西省
图书馆发现，一年一度的新春佳
节，来图书馆充电、学习的市民不
在少数，大厅以及期刊阅览室坐
满了读书和学习的人们。

王梓涵是一名高一学生，“家
里每天来很多人，我又不想和父母
去亲戚朋友家，吃完早饭，就到这
来学习了。”她告诉记者，在度过了
几天轻松的假期后，她选择来图书
馆给自己“充电”，这里氛围和环境
都很好而且学习效率也非常高。

除了图书馆适合安静的学
习，书店也为假期里的亲子活动
提供了一个好去处。2月10日是

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下午，记者
在曲江书城看到，前来购书和看
书的小伙伴们还真不少。别致的
设计感、品类齐全的书籍，让不少
朋友在浓浓书香中度过愉快而又
充实的假期。市民李女士带着8
岁半的女儿在图书馆度过了一个
新颖的春节，“往年春节我们都是
回老家过年，整个春节的活动基
本都是吃喝玩乐、看电视。今年

没有回老家，就想着带女儿增加
亲子阅读时光的同时，也能让孩
子用一种新的方式体验春节，让
她知道春节不只是吃喝玩乐，还
有阅读这种优雅的方式”。“考虑
到出门堵车，今年哪里都没有
去。因为女儿特别喜欢看书，就
陪着她来这里。不仅能享受亲子
时光，也还能给自己充电。”市民
严女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另外，记者注意到，这几天，
随着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引爆春
节档，与电影同名的小说，也深受
市民关注。许多科幻迷纷纷走进
书店，把注意力放在刘慈欣的小
说《流浪地球》原著上。“电影看
了，感觉没过瘾，特意跑来买本小
说，电影体验的是视觉，小说可以
慢慢静下心来，品读里面文字魅
力”。 本报记者夏明勤

书香为伴过春节

陕西戏曲文化闪耀央视荧屏

湖人狂败
季后赛希望蒙阴影

揽半数U23国足主力

恒大或变身国足集训队

接连引进“国脚”

本赛季开始之前，广州恒大队
从北京国安引进韦世豪之后，紧接
着又从河北华夏引进了高准翼，除
此之外，两名天津天海的潜力股刘
奕鸣和张修维也被网罗到了帐
下。而被誉为郑智接班人的何超
最终也成为了恒大的一员。从特
点来看，广州恒大引进的这五名球
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曾是
U23国家队的主力，也被誉为中国
足球的潜力股。按理说这样的球
员在各支球队都是香饽饽，但最终
还是被恒大顺利拿下，这其中的奥
妙恐怕只有恒大和当事的俱乐部
才清楚。另外，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的是这些球员甚至在加盟恒大之
前，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比如何超
就在网络上称，自己是最后时刻才
知道加盟恒大的。另外，尽管目前
恒大已经用满了五个U21以上转
会名额，但仍有消息称，他们还会
不断地向其他俱乐部“索要”国脚，
目标就是变身国足集训队。

不是所有人都认可

目前，广州恒大和中国足协虽
然都没有对种种传闻进行回应，但
事情的确在朝着大家预想的方面
发展。不过，对此并不是所有人都
持肯定态度，相反眼下反对的声音
要大一些。

其实早在亚洲杯期间，广州恒

大化身国足集训队的传闻就已经
出现。不过，鉴于中超联赛的品牌
效应已经出现，而且这波操作需要
来自更高层面的支持，所以很多人
都不以为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样的传闻正在一步步变为现
实，为了将这些所谓的国脚引进该
队，恒大甚至不惜将一些外援送到
了其他球队。对此，足球圈内许多
人认为，恒大的这种做法是至少得
到了中国足协默许的，否则仅凭恒
大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的。大家
普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悖足球规
律，更会破坏中超的公信力，而且
还不一定对国家队的建设起到好
作用。

本报记者王战荣

如果说春节期间要评选出一支最抢镜的中超球队，那么这支中超球队一定非广州恒大
莫属。凭借着在转会市场的一波“神操作”，他们成功吸引了各方的目光。目前，广州恒大已
经用满了五个U21以上转会名额，新近加盟的韦世豪、高准翼、刘奕鸣、张修维、何超，再加上
本就在恒大阵中的唐诗、邓涵文，中超七冠王已经拥有了马达洛尼那支U23国家队的大半个
主力。由此，关于广州恒大化身国足集训队的传闻越来越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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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交易补强的76人队昨迎
来两连胜。虽然湖人新星库兹马
全场砍下39分，詹姆斯得到18分
10个篮板 9次助攻的准“三双”数
据，但糟糕的防守令湖人无法从客
场取得一场胜利。湖人新援布洛
克首发出场，打了30分钟，五投一
中只得到 2分。76人的新援哈里
斯则继续稳定发挥，他拿到22分6
个篮板6次助攻，恩比德砍下37分
14 个篮板，76 人全队 6 人得分上
双，以143:120轻取湖人。76人队
大胜洛杉矶湖人队，令后者的季后
赛希望又蒙上一层阴影。

同样是客场对阵东部强敌，昨
天詹姆斯的发挥和上一场比赛有
所差距。上一场比赛对阵凯尔特
人詹姆斯狂揽28分12篮板12助攻
的三双数据，带领球队在客场完成
逆转取胜。而本场比赛詹姆斯进
攻欲望并不强。比赛一开场詹姆
斯就助攻麦基篮下爆扣打成2加1
拿到球队第一分，随后他助攻库兹
马三分命中，湖人开场前10分，有9
分跟詹姆斯有关。第二节还有2分
59秒詹姆斯转换进攻直接转身过
掉西蒙斯后投篮，他拿到第二节唯
一一次得分。整个上半场詹姆斯
只拿到 8分 4篮板 6助攻的数据。
第三节一上来詹姆斯两次篮下得
手外加助攻麦基篮下得分，帮助球
队把分差缩小到4分。此后詹姆斯
开始把球权给释放出来，交给英格
拉姆、库兹马来选择进攻，自己安
心留体力到第四节。第四节还有8

分06秒詹姆斯助攻布洛克转换进
攻得分，这也是布洛克来到湖人后
的首次得分。随后詹姆斯连续两
次突破篮下得分，保持悬念。最后
5分钟詹姆斯努力想要追分，3次出
手仅仅命中一个，最后因为分差实
在太大，只能提前打卡下班。

输掉本场比赛后，湖人目前排
名西部第十位，和第八位的快船还
有2.5个胜场差，湖人要进入季后
赛还是很悬的，虽然联赛还有很多
场次，但湖人的稳定性还是起伏很
大，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詹姆斯的
状态依然决定着湖人的走向。

本报记者薛卫斌

《梦长安》的古韵悠扬，《大老
碗》的民俗童趣，《秦腔荟萃》的戏
曲精髓，《大赐福》的盛世景象，
《秦唐古韵》的经典悠长……2019
央视春节戏曲晚会西安分会场演
出的节目闪耀荧屏。秦腔、碗碗
腔、眉户、京剧等剧种高潮迭起，
众多艺术家轮番上阵，作为今年
央视戏曲春晚的三大分会场之
一，古城西安用丰富的戏曲文化
遗存、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独
特的城市风貌，向观众展现了“梨
园之都”的风采。

据悉，今年的央视戏曲春晚
除了主会场丰富多彩的节目之
外，还特别设置了西安、成都、泉
州三个分会场。其中，西安分会

场作为首个登场的分会场，以华
彩而不失传统风韵的舞台，惊
艳亮相。西安分会场的舞台地
点选在了有着厚重历史感的永
宁门广场，镜头掠过被彩灯环
绕的城市上空，钟楼、永宁门、
南门商业区……全方位展示了
古城西安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和
文化底蕴。

《梦长安》《大老碗》《秦腔荟
萃》《大赐福》《秦唐古韵》……400
多名演员参加了西安分会场的演
出，融合了秦腔、碗碗腔、眉户、京
剧等剧种，齐爱云、李东桥、侯红
琴、李梅等“梅花奖”获得者更是
共同上阵，呈现出“梨园之都”戏
曲门类众多，兼容并蓄的特色。

李梅表示，“能在西安永宁门下唱
秦腔，向全世界展示秦腔的魅力，
让我非常自豪。”

同时，西安分会场还集中
展现了陕西戏曲文化中的喷火
功、髯口功、翎子功、水袖功、帽
翅功、手帕功等绝技绝活，让观
众眼花缭乱。除此之外，西安
的年味同样通过央视戏曲春晚
传递给了观众。晚会主持人在
西安永兴坊民俗街，向观众展
现了充满地域特色的锣鼓、走
旱船、扭秧歌、皮影表演以及油
泼面、肉夹馍、糖画等丰富的西
安年节美食，营造出了欢乐祥
和的春节氛围。

本报记者 王娇莉

春节，不只是团圆和美食，也
有诗和远方。猪年新春，不少小
伙伴们纷纷走进书店和图书馆，
把时间用在阅读上，共享春节里
的这份诗意。

正月初四，记者走进陕西省
图书馆发现，一年一度的新春佳
节，来图书馆充电、学习的市民不
在少数，大厅以及期刊阅览室坐
满了读书和学习的人们。

王梓涵是一名高一学生，“家
里每天来很多人，我又不想和父母
去亲戚朋友家，吃完早饭，就到这
来学习了。”她告诉记者，在度过了
几天轻松的假期后，她选择来图书
馆给自己“充电”，这里氛围和环境
都很好而且学习效率也非常高。

除了图书馆适合安静的学
习，书店也为假期里的亲子活动
提供了一个好去处。2月10日是

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下午，记者
在曲江书城看到，前来购书和看
书的小伙伴们还真不少。别致的
设计感、品类齐全的书籍，让不少
朋友在浓浓书香中度过愉快而又
充实的假期。市民李女士带着8
岁半的女儿在图书馆度过了一个
新颖的春节，“往年春节我们都是
回老家过年，整个春节的活动基
本都是吃喝玩乐、看电视。今年

没有回老家，就想着带女儿增加
亲子阅读时光的同时，也能让孩
子用一种新的方式体验春节，让
她知道春节不只是吃喝玩乐，还
有阅读这种优雅的方式”。“考虑
到出门堵车，今年哪里都没有
去。因为女儿特别喜欢看书，就
陪着她来这里。不仅能享受亲子
时光，也还能给自己充电。”市民
严女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另外，记者注意到，这几天，
随着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引爆春
节档，与电影同名的小说，也深受
市民关注。许多科幻迷纷纷走进
书店，把注意力放在刘慈欣的小
说《流浪地球》原著上。“电影看
了，感觉没过瘾，特意跑来买本小
说，电影体验的是视觉，小说可以
慢慢静下心来，品读里面文字魅
力”。 本报记者夏明勤

书香为伴过春节

陕西戏曲文化闪耀央视荧屏

湖人狂败
季后赛希望蒙阴影

揽半数U23国足主力

恒大或变身国足集训队

接连引进“国脚”

本赛季开始之前，广州恒大队
从北京国安引进韦世豪之后，紧接
着又从河北华夏引进了高准翼，除
此之外，两名天津天海的潜力股刘
奕鸣和张修维也被网罗到了帐
下。而被誉为郑智接班人的何超
最终也成为了恒大的一员。从特
点来看，广州恒大引进的这五名球
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曾是
U23国家队的主力，也被誉为中国
足球的潜力股。按理说这样的球
员在各支球队都是香饽饽，但最终
还是被恒大顺利拿下，这其中的奥
妙恐怕只有恒大和当事的俱乐部
才清楚。另外，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的是这些球员甚至在加盟恒大之
前，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比如何超
就在网络上称，自己是最后时刻才
知道加盟恒大的。另外，尽管目前
恒大已经用满了五个U21以上转
会名额，但仍有消息称，他们还会
不断地向其他俱乐部“索要”国脚，
目标就是变身国足集训队。

不是所有人都认可

目前，广州恒大和中国足协虽
然都没有对种种传闻进行回应，但
事情的确在朝着大家预想的方面
发展。不过，对此并不是所有人都
持肯定态度，相反眼下反对的声音
要大一些。

其实早在亚洲杯期间，广州恒

大化身国足集训队的传闻就已经
出现。不过，鉴于中超联赛的品牌
效应已经出现，而且这波操作需要
来自更高层面的支持，所以很多人
都不以为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样的传闻正在一步步变为现
实，为了将这些所谓的国脚引进该
队，恒大甚至不惜将一些外援送到
了其他球队。对此，足球圈内许多
人认为，恒大的这种做法是至少得
到了中国足协默许的，否则仅凭恒
大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的。大家
普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悖足球规
律，更会破坏中超的公信力，而且
还不一定对国家队的建设起到好
作用。

本报记者王战荣

如果说春节期间要评选出一支最抢镜的中超球队，那么这支中超球队一定非广州恒大
莫属。凭借着在转会市场的一波“神操作”，他们成功吸引了各方的目光。目前，广州恒大已
经用满了五个U21以上转会名额，新近加盟的韦世豪、高准翼、刘奕鸣、张修维、何超，再加上
本就在恒大阵中的唐诗、邓涵文，中超七冠王已经拥有了马达洛尼那支U23国家队的大半个
主力。由此，关于广州恒大化身国足集训队的传闻越来越盛。


